
中獎名單：
1. GRB02008 臺中市 詹○惠 頭獎
1. 04A17001 新竹縣 陳○堆 貳獎
1. ADA03012 新北市 李○蘭 叁獎
2. 20B05002 嘉義市 徐○隆 叁獎
1. 18D04022 新竹市 劉○慧 肆獎
2. 05D13002 苗栗縣 賴○招 肆獎
3. GCA03007 臺中市 紀○霜 肆獎
4. GGB02008 臺中市 羅○和 肆獎
1. A3B05001 新北市 蕭○興 伍獎
2. GCA03006 臺中市 蔡○清 伍獎
3. 03B19008 桃園縣 王○如 伍獎
4. KCA08014 高雄市 蘇○月春 伍獎
5. 15A01001 花蓮縣 許○琴 伍獎
6. 03E14003 桃園縣 曾○文 伍獎
1. GNA02011 臺中市 林○陵 陸獎
2. KHA02015 高雄市 林○妹 陸獎
3. A9A01002 新北市 鄭○根 陸獎
4. 03A02006 桃園縣 張○輝 陸獎
5. KCA02021 高雄市 謝○喜美 陸獎
6. K8A07004 高雄市 黃○秀 陸獎
7. 18A04010 新竹市 林○村 陸獎
8. C1B02028 臺北市 呂○文 陸獎
9. 08D04007 南投縣 鄒○富 陸獎
10. A5C02011 新北市 陳○美 陸獎
1. IWC01013 臺南市 林○美 柒獎
2. A1A08001 新北市 王○榕 柒獎
3. 20A04002 嘉義市 鄭○梅桂 柒獎
4. GBB01005 臺中市 莊○琴 柒獎
5. 04A04027 新竹縣 劉○萍 柒獎
6. IZB02004 臺南市 李○幸 柒獎

抽獎地點：行政院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園區(南投市光明路25號)
見證律師：智勤法律事務所林益輝律師

102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抽獎活動

主辦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
抽獎日期：103年4月24日



7. 15C11033 花蓮縣 黃○霞 柒獎
8. 13D14001 屏東縣 鍾○芬 柒獎
9. IWB01004 臺南市 翁○鳴女 柒獎
10. 02B33002 宜蘭縣 吳○英珠 柒獎
11. K5B07003 高雄市 李○月娥 柒獎
12. K3A06052 高雄市 王○予 柒獎
13. 14C09004 臺東縣 張○連英 柒獎
14. 09D12001 雲林縣 黃○ 柒獎
15. 17A02006 基隆市 鄭○雲 柒獎
16. 20B06010 嘉義市 林○琪 柒獎
17. 03C17003 桃園縣 吳○蘭 柒獎
18. A3A02014 新北市 葉○芬 柒獎
19. A1B07004 新北市 程○滿華 柒獎
20. IWA01016 臺南市 林○甄 柒獎
1. 07C26001 彰化縣 呂○花 捌獎
2. I2B02003 臺南市 吳○秀月 捌獎
3. IVB02005 臺南市 王○勝 捌獎
4. 05D01003 苗栗縣 廖○蘭 捌獎
5. C3B04015 臺北市 張○青 捌獎
6. 02B13008 宜蘭縣 許○容 捌獎
7. A1A02005 新北市 徐○ 捌獎
8. 03C18007 桃園縣 蔡○民 捌獎
9. 02B34009 宜蘭縣 李○如 捌獎
10. GLA01003 臺中市 童○煌 捌獎
11. 04C02024 新竹縣 粘○雯 捌獎
12. GNA01007 臺中市 甘○生 捌獎
13. 07D22002 彰化縣 梁○ 捌獎
14. G8A01002 臺中市 蔡○勇 捌獎
15. 08B02001 南投縣 徐○標 捌獎
16. 04A19003 新竹縣 許○淑 捌獎
17. C3B04004 臺北市 陳○ 捌獎
18. ANA02004 新北市 連○洺 捌獎
19. A4A05004 新北市 謝○清 捌獎
20. K8A04010 高雄市 楊○富 捌獎
21. 60104005 金門縣 楊○輝 捌獎
22. AEA02017 新北市 王○鴻 捌獎
23. A3A01009 新北市 朱○玲 捌獎
24. GGB01006 臺中市 盧○麗紅 捌獎
25. 03B14006 桃園縣 黃○欣 捌獎



26. 14C11001 臺東縣 阿○滿 捌獎
27. K9A10007 高雄市 王○翠香 捌獎
28. K1A01001 高雄市 蔡○安 捌獎
29. 20B04012 嘉義市 黃○興 捌獎
30. 14C03004 臺東縣 王○益 捌獎
31. 07D25011 彰化縣 李○娥 捌獎
32. GIA02006 臺中市 何○龍 捌獎
33. IVA01036 臺南市 吳○錦 捌獎
34. G4B01012 臺中市 王○蘇蘭 捌獎
35. KCA01003 高雄市 盧○慧 捌獎
36. IBA02005 臺南市 林○ 捌獎
37. 08D10027 南投縣 唐○森 捌獎
38. 02B03008 宜蘭縣 陳○傑 捌獎
39. K9A08010 高雄市 蔡○琳 捌獎
40. ADA08004 新北市 吳○晏 捌獎
1. 02B02001 宜蘭縣 游○珠 玖獎
2. 02B33001 宜蘭縣 林○草 玖獎
3. 03C20007 桃園縣 李○鳳 玖獎
4. 03A10005 桃園縣 張○定 玖獎
5. 04A19002 新竹縣 楊○美 玖獎
6. 04A02005 新竹縣 曾○彬 玖獎
7. 05B09003 苗栗縣 黃○珍 玖獎
8. 05D08003 苗栗縣 楊○垣 玖獎
9. 07B10007 彰化縣 屈○青 玖獎
10. 07C28004 彰化縣 陳○丁 玖獎
11. 08D06001 南投縣 柯○美 玖獎
12. 08D03007 南投縣 陳○銘 玖獎
13. 09B23001 雲林縣 沈○妹 玖獎
14. 09C01004 雲林縣 王○朝 玖獎
15. 10D11001 嘉義縣 江○金其 玖獎
16. 10D17003 嘉義縣 馬○吟 玖獎
17. 13A17007 屏東縣 陳○益 玖獎
18. 13E06003 屏東縣 張○鎮 玖獎
19. 14D01035 臺東縣 黃○鏗 玖獎
20. 14B02001 臺東縣 胡○佑 玖獎
21. 15C11007 花蓮縣 林○英 玖獎
22. 15B05001 花蓮縣 施○毅 玖獎
23. 16B01003 澎湖縣 洪○仁 玖獎
24. 16C03017 澎湖縣 鄭○ 玖獎



25. 17B10001 基隆市 曾○鴛卿 玖獎
26. 17A14004 基隆市 陳○吉 玖獎
27. 18A01004 新竹市 陳○一 玖獎
28. 18D04014 新竹市 王○影 玖獎
29. 20A06001 嘉義市 林○君 玖獎
30. 20A04009 嘉義市 黃○娥 玖獎
31. 59106004 連江縣 李○嫩 玖獎
32. 59101030 連江縣 陳○萍 玖獎
33. 60103021 金門縣 薛○譽 玖獎
34. 60301011 金門縣 楊○位 玖獎
35. C3C02011 臺北市 牛○婷 玖獎
36. C3A04024 臺北市 姚○白 玖獎
37. K5A08020 高雄市 張○菁 玖獎
38. K4A01034 高雄市 李○和 玖獎
39. A3B04009 新北市 翁○惠 玖獎
40. A3B02006 新北市 劉○泰 玖獎
41. G8A07002 臺中市 陳○宜 玖獎
42. GRA01001 臺中市 林○億 玖獎
43. IFA03003 臺南市 周○搬 玖獎
44. IRA01016 臺南市 王○寧 玖獎
45. 03E06007 桃園縣 温○亮 玖獎
46. ANA02010 新北市 李○林 玖獎
47. C8A01010 臺北市 陳○珠 玖獎
48. GRB02001 臺中市 吳○壯 玖獎
49. 04A22001 新竹縣 楊○光 玖獎
50. A9A02004 新北市 范○州 玖獎
51. 09B21004 雲林縣 張○翎 玖獎
52. 10B03001 嘉義縣 許○美 玖獎
53. KAA02008 高雄市 蘇○蘭 玖獎
54. G5A03015 臺中市 紀○蘭 玖獎
55. CAA01003 臺北市 王○雄 玖獎
56. KCB03037 高雄市 周○庭 玖獎
57. 03B13006 桃園縣 謝○明 玖獎
58. 17A11013 基隆市 林○萍 玖獎
59. A2C11003 新北市 蘇○ 玖獎
60. G7A01025 臺中市 陳○潔 玖獎
61. IVA05004 臺南市 楊○瑛 玖獎



62. KOB01006 高雄市 黃○峰 玖獎
63. J1A02023 臺南市 吳○蓁 玖獎
64. K3A06015 高雄市 徐○慈 玖獎
65. 07D23001 彰化縣 黃○芳 玖獎
66. 07D04002 彰化縣 黃○金鶯 玖獎
67. C9A02018 臺北市 蘇○淑 玖獎
68. 07D12006 彰化縣 紀○姿 玖獎
69. KEB01010 高雄市 陳○民 玖獎
70. A5C02002 新北市 簡○華 玖獎
71. 13C03001 屏東縣 鄭○雄 玖獎
72. 17B04019 基隆市 林○意 玖獎
73. IWB02016 臺南市 邱○正 玖獎
74. C4A04021 臺北市 莊○仍 玖獎
75. 03B16007 桃園縣 李○煌 玖獎
76. 15C10003 花蓮縣 黃○芬 玖獎
77. IWD02023 臺南市 楊○鳳 玖獎
78. IXA03008 臺南市 凌○宗 玖獎
79. 03B19011 桃園縣 李○鴻 玖獎
80. K2B02002 高雄市 吳○典 玖獎
81. CCB04003 臺北市 王○雯 玖獎
82. A1B08004 新北市 黃○純 玖獎
83. 05D13009 苗栗縣 鍾○宗 玖獎
84. C7A03012 臺北市 蔡○麗花 玖獎
85. G6B03006 臺中市 林○忠 玖獎
86. G4A03013 臺中市 簡○惠 玖獎
87. K3A06070 高雄市 麥○彬 玖獎
88. C1B02019 臺北市 陳○灼 玖獎
89. GRA02002 臺中市 陳○ 玖獎
90. GRA05015 臺中市 楊○泓 玖獎
91. 15C06019 花蓮縣 雷○惍 玖獎
92. GSB03018 臺中市 尤○偉 玖獎
93. IZA01017 臺南市 林○瑜 玖獎
94. KCA01004 高雄市 羅○明 玖獎
95. A2C12001 新北市 鍾○靜 玖獎
96. K9A07015 高雄市 王○英雪 玖獎
97. C3B01003 臺北市 周○旦 玖獎
98. 15B09002 花蓮縣 倪○玉 玖獎
99. G6B03003 臺中市 陳○發 玖獎
100. G5B01012 臺中市 周○阿珠 玖獎


